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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rone GX40
完美无瑕的包装印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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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展会花絮和专题报道

聚焦于所有印刷的各方面
针对各式各样的研讨会、成果演示会、印刷展以及发生在小森筑波工厂

的事件进行综合报导。请看来自现场的软文和图片。

14用户简介

小森用户推动事业蒸蒸日上之全纪录
本期杂志收集了一系列亚洲及欧洲包装印刷用户资料，从公司背景、经

营战略到事业蓝图，涵盖了所有包装印刷的林林总总；从冷冻食品到CD
和DVD的包装盒，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还有针对出版商和商
业印刷厂商的介绍，从单张纸印刷机到轮转印刷机、从H-UV印刷到传统
油性印刷，自从他们引进小森印刷设备到成为业内领军企业的故事。

4专 辑

小森公司生产多种类型和配置的包装印刷机，包括对开尺寸、四开尺寸、单张纸胶印

机、轮转胶印机、传统油性油墨印刷机、UV印刷机以及其他种类的印刷机。因此，小森
公司举办的包装印刷成果演示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层次的印刷厂商，近距离地

观察安装全套包装印刷配置的小森旗舰型印刷机。所有的自动化操作装置、配套设备、

机电一体化系统以及软件等，都是为了能让机器不断地把油墨印到厚纸板上。另外，现

场详尽的机器演示和演讲活动也激发了很多讨论。在一个案报导中，介绍了一家荷兰小

森用户企业，运用一台七色LITHRONE GX40单张纸胶印机，实现业务的快速发展。

包装印刷的首选设备

32
不仅提供机器∶还提供技术培训和相关耗材
KGC和K-Supply

《On Press》杂志编辑组参观了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为一家泰国包装印刷厂的车
间工作人员进行的技术培训课程。另外，还介绍受训学员在完成课程后，向编辑组阐述

的个人感言。在技术服务层面，K-Supply品牌新增了小森标准的 H-UV油墨，其印刷测
试结果将改变人们的观念。请看相关图片、数字和图形。

no.84
本期杂志的印刷工艺∶

封面及内页均采用四色印刷+H-UV技术印制而成。

封面覆上了一层哑光的聚丙烯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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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是印刷行业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原因有

很多，而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产品包装对消费者的消费

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产品包装是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之间

沟通的最终渠道，赋予新产品鲜明的特色、创造与众不同

的品牌个性、在货架上众多商品中独树一帜。正是因为产

品包装印刷在营销行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包装

印刷生产厂商必须要三头六臂具备多种能力，包括使用新

的材料、提供新的外型设计、印刷出更多的色彩、以及更

短的交货期。而且所有这些服务又必须是经济划算的。

包装印刷正在不断改变，以适应市场变化的节奏。

引人注目和色彩缤纷的外型设计有利于打造品牌个性，从

货架上的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当今，时尚潮流正在引

导产品包装的趋势。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结

构的变化，为了适应个体消费和频繁使用的需求，产品

包装的尺寸也趋于小型化。在食品和医药品的包装印刷

方面，要求可追溯性和使用墨色转移率低的油墨越来越

多。由于环保的因素，产品包装需具备可再次使用，以

符合严格的各类环保法规。某些包装上要求印刷盲文点

字，这一趋势也正在普及中。高附加价值的高端印刷进一

步推广普及，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区分产品的差异化，也

在于防止假冒商品。

包装印刷需要满足许多独特的要求。原料往往是高

端厚纸或纸板，因此不容许浪费。包装是配送系统的一部

分，因此 24 小时不间断的运作往往是常态。此外，与其

他大规模生产厂商相比，拥有品牌的厂商更重视色彩准确

性和印刷质量。这使得最尖端的色彩测量和印刷质量检测

装置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

LITHRONE GX40∶包装印刷、质量超凡。
就二十一世纪产品包装的总体外观和感觉而言，要

满足包装印刷市场的特殊要求，小森公司的端对端解决方

案无疑将越来越受到欢迎。市场上没有其他的印刷机能够

在高端印刷和特殊效果方面与小森 LITHRONE GX40 单张

纸胶印机相媲美。在其设计制造过程中，小森公司始终与

包装印刷厂商密切配合。LITHRONE GX40 融合了机械、

电子、自动化和软件等领域的尖端技术，有助于包装印刷

LITHRONE GX40旗舰型印刷机

4 Komori 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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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在这一竞争激烈的领域发展成长。

安装在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

中的机电化产品，能够确保其他系统无法比拟的快速作业

转换和印刷作业准备时间。年复一年，印刷作业准备越来

越精准，实现了全自动化的操作、快如闪电。调色和调节

套准的作业更是准确无误。纸张的浪费不再成为问题。从

完美的输纸到最具创意的上墨装置，印刷质量在整个过程

中获得全面保障。通过检验、测量和评估，确保不会有任

何缺陷印刷品被送至收纸堆。

LITHRONE GX40 RP∶一次过纸完成双面印刷

LITHRONE GX40 及其最先进的配套设备，并非是小

森公司拥有的唯一武器。其姊妹机，适用于厚纸板的

LITHRONE GX40RP 正 / 反多色单张纸胶印机，是一部专

用双面印刷机，一次过纸就能印刷双面多达 10 种色彩，

并且无须翻转纸张。它拥有与 LITHRONE GX40 相同的机

电化选配件和配套设备，可以指定用 UV 或 H-UV 油墨进

行印刷。

真正的区别∶非常特殊的无形资产

小森公司之所以在包装印刷领域获得信赖，其实有

其原因。而这真正的原因就是小森公司拥有众多优秀的人

才。小森公司设计师们将其拥有的技术技能发挥得淋漓尽

致，为广大用户提供足以满足其特殊配置要求的印刷机 ；

小森的技术服务人员向来以投入和无私的奉献而著称，拥

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各类人才都归属于这家公司。小

森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生产单张纸印刷机、轮转胶印

机、雕刻凹版印刷机、凹版胶印机、数字式喷墨印刷机以

及一系列印前和印后设备、印刷耗材的企业。上述的事实

都得以证明，但是这些无形的资产，也就是小森公司的人

才和他们追求的承诺，是使得印刷企业一直选择小森公司

作为生意伙伴的真正理由。

LITHRONE GX40旗舰型印刷机

把油墨印到厚纸板上是包装印刷的关键工艺，而数

百万的包装印刷产品与广大消费者的日常消费活

动息息相关。包装印刷涵盖了艺术、设计、商务、化工、

技术、工艺、营销等多项领域，而小森公司则致力于在这

些领域追求精益求精的发展。



6 Komori On Press

三月十二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印刷企业参访了小森筑波

工厂，旨在了解小森公司为应对不断发展的包装印刷市场而

提出的最新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种类多样，但都可以一语

概之∶自动化。自动化的印刷流程包括印刷作业准备、材料

处理、综合印刷质量控制与评估等等。演示会活动包括的

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印刷技术和产品。一天的活动不仅让来

访者重新认识了小森品牌，并为来自不同市场、国家和地区

的包装印刷企业提供了相互交换意见的机会。各种交流活

动在白天不断的渲染，并在晚间的庆典上达到了最高峰。

来访的印刷企业家们在筑波工厂受到了小森公司海外

营业部门总经理津川俊之（Toshiyuki Tsugawa）先生的热

烈欢迎。他介绍了小森公司对这一新兴市场做出的承诺。

在介绍小森公司最新的视频播放后，小森美国公司产品经

理道格·沙尔特（Doug Schardt）先生为来访的贵宾介绍了

“小森包装印刷解决方案”的精华。

包装印刷行业简介

沙尔特先生的简报明确地指出了所有印刷企业在

市场中所面对的发展趋势，说明了当天的现场实机演示

的主要元素，特别是那些影响利润和投资回报率（ROI）

的内容。包装印刷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基本上与其他印

刷领域是相同的∶更少的印量、更短的交货期、更多样

化的订单。对此，小森公司的解决方案是按需包装印刷

（PackagingOnDemand）∶LITHRONE GX40 和 LITHRONE 

GX40RP，更确切地说是以四开尺寸胶印机、数字印刷机、

以及众多配套设备和 PESP（印刷工程服务商）产品为辅，

因而实现客制化的功能。

独特的性能优势

将高端的机电化技术融入到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

小森快速调机系统）、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

全球各地的印刷企业参访筑波工厂

观看高配置包装印刷机的成果演示会

Komori On Press6

筑波工厂成果演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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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QA-S（印刷质量检测装置）中，是小森有别于其他印刷

设备制造商的关键所在。凭借伶俐的序列控制功能（Smart 

Sequence），对印刷作业转换的各项数据进行优化，并预设

定相关程序 ；凭借伶俐的数据反馈功能（Smart feedback），

将印刷作业准备完成后的调色、调节套准的数据自动反馈

给印刷机。LITHRONE 印刷机强而有力的上墨装置和独特

的小森式润版装置（Komorimatic）展现其主要的优势。所

有上述系统和技术被紧密融合到小森的旗舰设备上，因而

实现了更卓越的性能。

现场演示　重拳出击

午饭后，沙尔特先生利用高配置的 LITHRONE 印刷机，

为来宾们讲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习课程。首先，附带上光

装置的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用 0.35mm 的纸张，

以六色 UV 油墨 + 上光油的工艺，印刷了500 张纸。然后，

进行了作业转换，又用 0.45mm 的纸张印刷了2,000 张纸。

印刷第二活件时，在没有改变印刷速度的情况下，收纸系

统更换了收纸堆。配置了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GX40RP 也完成了两项印刷作业，第一项是正面四色 +背面

两色的双面印刷；第二项是正面四色 +背面单色的双面印刷。

现场演示过程中，这台双面印刷机的输纸流程极为流畅。

无需翻转纸张就能实现双面印刷，对于成本昂贵的厚纸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该机不需要在纸张边缘留出叼纸

空白，因此更加经济合算。附带上光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以每小时 16,000 印张的速度，印刷了

200 张 0.3mm 的纸板，然后以每小时 10,000 印张的速度，

印刷了200 张 PET。

现场实机演示结束后，来宾们又参观了重新装修的小

森图像技术中心（KGC），然后再回到会议室，参加了一场

讲演尖端印刷材料的研讨会。

积极活跃的沟通交流

离开筑波工厂后，嘉宾们来到位于市区的酒店参加了

小森公司举办的晚宴，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小森善治总裁的欢

迎。不同国籍、语言和专业的来宾们在晚宴中展开了热烈

的交流，直到来接送他们回东京的巴士到达。这忙碌的一

天真的是非常值得也令人回味无穷。

筑波工厂成果演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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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Sahathai Printing & Packaging
我们公司成立至今已经 30 多年了，我们主要从事食品包装印刷，使

用的是传统胶印和胶印层压工艺。我们拥有近 250 名员工，同时不断努

力拓展我们的能力以应对国内和国际客户的需求。我对今天看到的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和六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最

感兴趣。现场实机演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能缩短印刷作业准备

时间和减少纸张损耗。每项作业的纸张损耗减少到 30 张纸是非常惊人的

数字。

萨拉奈·罗翁卡拉斯
工厂经理

PrintPark Ofset
我们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包装印刷企业，拥有约 90 名员工。我们的

产品主要用于化妆品、威士忌和巧克力，其中 50% 以上出口到英国、荷兰、

意大利和俄罗斯。我们有一台附带上光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S40 单张

纸胶印机，而 LITHRONE GX40 单张机的自动化操作装置很吸引人。我们

喜欢这台设备，因为它能用 1,050mm 纸张进行印刷，而且看起来操作很

简便。我们也对 H-UV 快速干燥装置感兴趣，但是必须先完成一些测试。

我们需要利用 H-UV 技术来节约能源，同时提高印刷品的光泽度。

图兰·丹希克
董事会成员兼生产部门总监

Hanyoung Printing and Binding
五年前，作为韩国印刷技术协会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曾经访问过小

森筑波工厂，而如今我是该协会的副董事长。我的公司已经在印刷业打拼

了50 年，现在拥有八台胶印机。我们曾经是一家商业和出版印刷厂商，但

是在五年前决定转型成为包装印刷企业。今年四月，我们安装了一台新型

五色 LITHRONE S32 单张纸胶印机。今天的现场实机演示真的是令我大

开眼界。尤其是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的强大功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洪思龙
总裁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年前，我的父亲白手起家，创立了自己的公司。1994 年，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赢得“中国乡村第一股”的美誉。如今，

集团拥有10 家分公司，能够满足所有印刷领域及包装印刷市场的需求。

我们制作各式各样的包装印刷品，包括食品类、医药类、液体类等应有

尽有。今天的现场实机演示中，最吸引我的是小森的自动化操作装置，也

就是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PQA-S（印刷质量检

测装置）和纸张输送系统。中国国内的工资成本，尤其是城市地区正在不

断上涨，因此机器的自动化操作成为影响企业运营至关重要的因素。

费屹豪
包装印刷事业部总经理

中国

Komori On Press8

土耳其

韩国

泰国

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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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at Printers
1990 年，我们成立了Sangat Printers 公司从事商业印刷，并于 5 年

前成立了 DJS Printers 公司提供包装印刷的服务。我们专注于食品包装，

客户包括肯德基、麦当劳、地铁和邓肯甜甜圈。今天的现场讲演和现场

实机演示都非常棒。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到很高兴。我们有一台五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现在我正在考虑并采购六色 LITHRONE 

GX40 UV 印刷机。

萨布吉特·辛格
董事

Printing No. 7
我们使用过三种小森印刷机。1994 年采购安装了 LITHRONE 40 单

张纸胶印机，2005 年五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投入生产，2012

年又添购了附带上光装置的五色 LITHRONE G40 UV 印刷机。今天，令我

最感兴趣的是六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和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机。我们打算继续在包装和标签印刷市场发展，但我们希望能

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质量水准，来扩大出口量。我曾经三次访问过小森筑波

工厂，超现代化的厂房设施，真的非常让人着迷！

阮民忠
董事

越南

ABOX Packaging
我们公司的业务每年都以 15% 到 20% 的速度成长，营业额在过去 10

年内增长了6 倍，所以我们希望提高自动化程度，来促进产量的提升。我

与小森公司的合作始于 1993 年。事实上，我还在另一家公司任职时，小

森总裁就曾到该公司安装了一台新型 LITHRONE 印刷机。我们公司拥有六

色和八色 LITHRONE S40 单张纸胶印机，现在我对配置了KHS-AI（带自

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纸张运输系统及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很感兴趣。小森筑波工厂及其企业文化令

人印象深刻。

皮拉·品克斯申女士，
市场营销总监（照片左）
基思·汤普森，总裁。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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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Imashi Publications
我的公司 Imashi Publications，每个月以泰米尔语、僧伽罗人语和英

文这三种语言印制超过 40 种教育杂志。我在 1997 年成立了 Imashi 

Publications 公司，到今天我们拥有超过 250 名员工。我希望在未来，我

们能扩大出版物的范围，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今天的现场实机演示是

非常有趣有意义的。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

的演示。工厂参观活动也极具吸引力。整个演示会的所有的安排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维马尔·迪萨纳亚科
常务董事

斯里兰卡

Pragati Offset
1962 年，我们在海得拉巴市（Hyderabad）开始了商业印刷，在 1999

年开始提供包装印刷的服务。目前，包装印刷占我们业务总量的百分之

四十，而商业印刷占百分之六十，但我们期望在三到四年内，这一比例能

逆转。我们的年销售额约为 4 千 2 百万美元。今天的现场讲演非常精彩，

我们在 Drupa（德国德鲁巴国际印刷及纸业展览会）看到过，今天我们又

重温了一次。有关各种技术的融合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我认为它是小

森品牌的核心。

哈沙·帕鲁区利
董事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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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演示会当天，配置了UV 干燥装置

和上光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

胶印机成为整个活动的亮点。这也是众多印

刷企业云集小森筑波工厂的原因所在。因为

这款小森机将在未来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发

挥主导性的作用。

首先，小森美国公司产品经理沙尔特

PDC-SX/KID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提

供色调控制功能，以及自动套准功能（机组

间套准、纸张正反两面套准、自动调节测控

条横向位置）。KID（小森信息服务显示器）

将必要的信息集中在一起，能提供及时且易

懂的讯息给操作人员，使其可以快速、准确

地发出作业指令。PDF 数据对比装置可以

读取印刷品的图案数据，将其与原稿数据进

行对比。

不停机操作装置

不停机飞达和收纸装置采用以传送带为导体的纸张运输

系统，可以在不停机的状态下，自动控制并稳定地向印

刷机供纸装置补充纸张，以及运走已经印好的纸张。另

外，通过自动跟踪系统和先进的配套系统，可以将空托

盘搬运到收纸装置继续使用。一方面提高了生产能力和

印刷质量，另一方面减少了材料的浪费。

PDF数据对比装置

全配置的LITHRONE GX40

H扫一扫，观看视频。不停机操作系统∶飞达和收纸装置。

（Schardt）先生向来宾们简略地介绍了各类

配套系统，然后再概述现场实机演示的印刷

品内容。活件 1：用 0.35 mm 的纸板印制

500 个药品包装盒；活件 2 ：用 0.45 mm 的

纸板印制 2,000 个糖果包装盒。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的开印速度、印刷速度

都非常快，作业转换时间也很短，以至于沙

现场实机演示的亮点

飞达收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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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先生在解说时不得不将某些内容简略

概述，一语带过。当气势磅礴的机器以每

小时 18,000 印张的最高印刷速度运转时，

可以听到来宾们不时地低声细语、相互交流。

机器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活件 1，然后

开始减速，执行程序预先设定的作业转换，

包括自动换版等工作，几乎听不见任何噪音。

接着，机器开始印刷活件 2，来宾们对机器

运转的稳定性、印刷质量、生产能力给予很

多的关注，这也是本次现场实机演示的重点

所在。两份活件印刷完毕后，来宾们上前拿

取了印刷样品，打算回去以后仔细鉴赏，并

走到机器的台阶上，以各个不同的角度近距

离地观看这台印刷机。

独一无二的由小森公司独家研发的八

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机，能用小

森的 H-UV 油墨，以一次过纸方式印刷纸张

的正反两面。高分辨率 CCD 摄像机能同步

检测纸张双面的印刷效果。不仅保障了稳定

可靠的印刷质量，而且能预先发现印刷品的

瑕疵，防止不良品混入良品中。

随后，六色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

印机也进行了现场实机演示，用透明塑料胶

片呈现印刷完美的色彩效果。所有的现场实

机演示圆满结束。不同类型的印刷活件呈现

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印刷效果。小森包装印刷

解决方案的演示会完美的落幕。

纸张编码装置

喷墨式纸张编码装置能在飞达处给每

张纸打上独特的序列号，便于检测和

追踪。通过序列号追踪印前作业及印

刷过程中的瑕疵，保障稳定可靠的印

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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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印油墨密度稳定功能

机器搭载了墨路分离功能，可以离合墨辊，即使试印后的机器在空

转状态下，也能维持墨辊内油墨薄膜厚度。这样一来，当机器重新

开始印刷时，能快速达到稳定的油墨密度，有助于减少纸张损耗。

照片中机器的配置包含选配件。

这是进行联机检测 / 色调控制的高级印

刷质量管理系统。以同样的判断标准对

所有的印张进行检测。经检测发现瑕疵

印张时，能由安装在收纸台的贴带机自

动贴上纸带，或者由不良印张分离装置

将不良印张自动分离出来。双摄像头型

号的 PQA-S（印刷质量检测装置）适用

于镀箔纸。

PQA-S

墨组路径切换功能（短路径）

在印制图案面积比率非常小的活件时，通过切换至支持小面积图案

的上墨辊，可以实现短路径、高效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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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荷兰埃尔贝克（Eerbeek）的 Schut

公司专注于“精品包装”，希望得以跳脱同业的

价格竞争，取得竞争优势。“我们认真地听取客

户的意见和建议，充分理解他们的需求，再提

供他们具有建设性的最佳解决方案。”公司首席

执 行 官 伯 特 - 乔 恩· 范 博 伊 斯（Bert-Jan Van 

Bolhuis）先生说，“事实证明，小森公司在与客

户打交道时，采用的方法与我们相同。小森公

司非常想了解我们对新一代印刷机的功能要求，

并且能够提供我们最尖端的新技术。我们很骄

傲能够成为在欧洲大陆第一家导入新型小森印

刷机的企业，我们的印刷机是一部配置了上光

装置的七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

Schut 公司成立于 1886 年，是 Royal Schut

集团旗下的一员，从 1916 年开始印刷包装用的

折叠纸盒。为了迎接明年的百年庆典，Schut 公

司推出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包括用新款小森印

刷机来汰换一台已经使用了十二年的印刷机。这

些投资有助于公司重新调整经营计划并确保未来

的发展。范博伊斯先生介绍说，“我们想办法避

开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而多着重于产品的附加

值，努力为客户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包

括创新的包装方式，还包括最佳的图样设计。在

这一领域我们拥有百年的丰富经验。”

“精品包装”

个案研究∶ 荷兰 Schut Packaging 公司 / 成立于 1886 年 / 1916 年起开始包装印刷

Schut 公司
转型着重于

左起∶乔恩 ·丝穆德先生，业务经理；伯特 -乔恩 ·范博伊斯先生，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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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配置了上光装置、加长收纸装置、高纸堆、PQA-S、900mm 底座的七色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

理解客户的需求

公司业务经理乔恩·丝穆德（Jan Smulders）先生解

释说，与客户建立密切的关系是能够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的关键所在，“我们为非食品及食品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

前者利用包装来促销，后者则寻求更佳的效率。怎样才

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于这两方面的客户？我们需要经常地

与他们接触，理解他们的业务需求，与他们拥有共同的

语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要偏

重于荷兰市场的原因。”乔恩·丝穆德先生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服务组合，从图样设计、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DTP（计算机直接制版）及印

前作业、印刷及印后加工。提供这样的服务帮助我们灵

活又快速地安排工作的周转，确保客户可以在短期内将

产品推上市场的需求。”

战略转移

范博伊斯先生介绍说，完成战略转移，是注重与客

户密切的关系以及营运经验的组合，因此需要公司组织

结构的调整。“要做很多内部人员的调整。在业务流程中，

我们尽可能地追求自动化操作，以消除人为干预，大幅

地提高生产力与减少浪费。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员工

能够为客户提供高水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因此我们不

仅仅投资更新技术的设备，同时也为员工提供相关的教

育和培训。”

小森公司在入选名单中

汰换现有的三台印刷机是 Schut 公司投资计划的主

要部分。丝穆德先生解释说，“活件印数越来越少，目前

我们的印件的平均印数在 14,000 张左右。同时，我们也

需要降低每个机组的运作单价。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

只能采用更优化、更灵活的生产方式∶缩短印刷作业准

备时间、减少纸张损耗、缩短作业转换时间、提升机器

正常运行的时间。这些就是我们在 2013 年时所列的机

器选购入选名单中的主要需求。这些名单包括了三家德

国印刷机生产厂商以及日本的小森公司。”

对机器性能印象深刻

丝穆德先生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个广泛的测试程序

来选择最合适的印刷机。“我们要求各家厂商按照特定的

顺序完成四项作业，使用我们提供的文件、油墨和承印

材料。四家厂商中仅有两家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值，而小

森公司则凭借其优异的表现脱颖而出，即便那是一项难

度很高的印刷作业。”经过初选，Schut 公司团队开始对

多 家 印 刷 公 司 进 行 一 系 列 访 问 活 动，“ 对 爱 尔 兰

Chesapeake 公司的访问令我们印象深刻，它是小森公司

的七色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机在欧洲第一家的

用户，他们证实了我们在位于荷兰乌得勒支的小森欧洲

总部所看见的一切。操作人员甚至对我们说，‘这台设备

确实能够实现厂商的承诺。’”

经验分享

范博伊斯先生同时也对于在选拔过程中小森公司的

交流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森公司向我们询问了很

多问题，显示出他们确实想要了解我们的需求以及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正是他们的这种经验分享、精

益求精的态度说服了我们，因此决定了我们第一台的小

森印刷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小森公司希望 Schut 公

司能够再等待几个月。丝穆德先生在回忆起这段意外经

历时解释说，“他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最新的型号，包

括所有最新的技术性能 - 例如，以 JDF 数据格式为基础

的全自动预上墨装置，以及采用摄像头检测印张的质量

控制系统。这些都让我们的技术发展领先于业界。”

小森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准时交货，当时正在下雪。在确认了这台印刷机

在初期的印刷效果后，范博伊斯先生已经确信小森第二

台印刷机将取代另外的两台旧设备，“那将会成为我们

2016 年百年庆典中最精彩的部分。”



14 Komori On Press

Sky Printing, China | Lithrone G40 [GL-640]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东莞协盈印刷公司目前拥有 300 多位员

工，厂区面积超过 12,000 平方米，年营业额

超过一亿人民币（约为 1,600 万美元），其中

80% 以上的订单来自国外。因为拥有傲人的国

际贸易人才，公司的订单来源十分稳定。周到

的产品组装以及其他外围的服务，紧紧地抓住

了客户的心，让东莞协盈拥有每年 20% 以上的

业绩成长。而重视人才、培育人才以及接班计

划的执行，使得东莞协盈的技术不致出现断层，

得以永续经营，这都是东莞协盈引以为傲，也

是公司文化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地方。

永续经营之所托

要获得国际订单的认同，除了强大的国

贸业务人才以外，确保最佳质量的认证以及优

良的管理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即使在当

时取得国际认证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东莞协

盈就一步一个脚印地逐一取得 ISO9001（质量

管 理 体 系 ）、ISO1400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QC080000（有害物质过程管理）、FSC（森林

管理委员会）、G7 等质量以及管理体系的认证，

通过与国际接轨，获得了欧美等国际知名品牌

的信赖，选择东莞协盈成为他们的事业合作伙

伴。

在 2008 ～ 2009 年间，东莞协盈选择以

小森的技术发展他们的色彩管理系统，使得他

们的印刷质量获得国际认同，因而使得订单的

来源更为广泛。除了原有业务的直接订单外，

东莞协盈更可通过网络与贸易公司取得订单。

在 2014 年国内因禁奢条款与全球化的结果，

使得许多的印刷企业营业出现萎缩的状况，但

东莞协盈却凭借新的色彩管理系统，质量获得

客户的认同，订单量稳定，业绩还是持续稳定

的 成 长。 也 正 是 由 于 小 森 的 色 彩 管 理 系 统

（CMS），成就了东莞协盈与小森公司的结缘。

东莞协盈印刷公司总部座落于广东省东莞市华泰科技工业园。

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于2008年正式构筑了一贯化印刷生产作业流程，
成为“一站式”服务的专业印刷制造厂。

国际订单
肯定东莞协盈的专业与用心

左起∶陈俊宇，后勤管理经理；陈成志，总经理；林柏葳，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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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协盈印刷公司于 2014 年底安装了一台配置有上光装

置的小森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采购此设备时除

了考虑性价比与服务质量之外，色彩管理系统就是决定这个采

购计划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六色 LITHRONE G40配置上光装置的优势与利益

东莞协盈印刷公司的陈成志（Richard Chan）总经理表示∶

虽然搭载上光装置的六色 LITHRONE G40 印刷机才安装一个月，

具体的优势与为公司所带来的利益还不能以数据来作评估以及

呈现，但六色机的优势，使得以前在双色机以及四色机需要再

次上机的印件，在六色机上只要一次过纸就可完成。不仅提高

了效率，而且印刷的色彩也更稳定。此外，二次上机所发生的

纸张耗损也都可以节省下来了。

此外，陈总经理也特别推崇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

印机上所配置的 PDC-SII（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II 型）。因为

这套测量印张色彩的系统加快了他们的调色速度，色彩也更能

满足客户的要求，对市场与客户反应优于其竞争对手，使得东

莞协盈可以接到更多的订单。

目前，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主要印制的印件

有吊卡与彩盒，都是东莞协盈的主力产品。也因为这些产品的

原料较为昂贵，因此需要质量稳定、生产效率高的设备来完成

印刷。小森的色彩管理软件及系统、与高性能印刷机相配合使用，

不仅提高了印刷品质量与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因为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的自动化程度高，

有效减少印刷操作人员的作业负担，因此陈总经理表示∶“今

后希望每一台印刷机的操作人员可以从目前的 3 位减少到 2 位。

这不仅可以暂时缓解印刷从业人员不足的问题，也让公司的人

员调动更灵活、更具弹性。”

陈总经理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小森服务满意的支持。

他说∶“之所以会购买小森印刷机就是因为小森的服务质量。

很不错，技术很专业、很到位、经验很纯熟。从事先提供图面、

规划安装设备的空间、整理场地以及地基等，小森公司都提供

了很好的建议，东莞协盈厂内的人员都不需要为这些事操心”。

设备安装后，在进行测试时当有些流程不太顺畅时，小森

服务人员通过各种测试，调配了耗材，将所有的印刷问题都圆

满解决了。设备验收后，操作人员对于上光装置的应用还不太

熟悉，小森当地的服务人员就时常来厂里给予指导以及提供材

料应用上的建议，让东莞协盈深切地感受到了

小森服务的周到与热忱。

东莞协盈对未来的展望

对于远程的计划，东莞协盈是放眼全球，

布局海外。在此理念下，产品的质量与作业效

率、人才的培养以及客户服务方面，就显得相

当的重要。陈总经理表示∶“以东莞协盈目前

的实力是可以拿到更多的订单，但公司内部的

生产效率必需要先提高。如果公司的效率还没

提高，就只能放弃。”东莞协盈之所以能维持

目前的优势是因为拥有优秀的人才，因而他们

比其他印刷企业更能抓住市场商机。现在国外

有很多的印刷企业都在不惜重金投资先进的设

备，因此他建议管理层再添购新设备来提高公

司的产能与效率。

东莞协盈计划在 2015 年的下半年再添购

一台小森的新设备，以提高产能并开发更多样

化的产品，朝着全球化的品牌迈进。与其他小

森用户一样，小森公司先进的印刷技术与专业

知识、用心的服务会永远支持着东莞协盈的成

长。

国际订单
肯定东莞协盈的专业与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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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hyung, Korea | Lithrone G40 [GL-640 and GL-540]

洪镇洗，总裁。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庆山市（Kyungsan）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以南、大邱（Daegu）以东，从首尔搭乘KTX高铁只要两个半小时。
Taehyung公司总部就在这里，它是游戏卡的专业生产厂家。

两台 LITHRONE G40推动
卡牌印刷业务扶摇直上

在韩国的游戏卡、人物卡和扑克牌制造领域中，Taehyung

公司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公司的创始人洪镇洗（Hong Jin-su）

总裁讲述了他当初成立公司时的情况，“在 90 年代，韩国的扑

克牌销售百分之百依赖国外进口，但国内的制造技术良好，我

认为完全依靠昂贵的进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时我还年轻，

认为利用印刷技术就可以轻松地制造这些卡片，所以就开始经

营这项业务了。”

1993 年，洪先生成立了一家名叫东齐产业（Dongje）的公

司。由于当时韩国国内没有卡片生产技术，洪先生就自己钻研，

然后生产了扑克牌。所有业务流程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从图样

设计到印刷、印后加工以及送货。东齐产业公司依靠其高质量

的产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于是开始向主要的

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同时开始出口的业务。

卡牌游戏（TCG）商务领域的先驱
2003 年，洪先生的公司开始与 Daewon 

Media 公司进行业务合作。这是一家很知名的

企业，业务项目多，其中包括制作动画片和发

行国外动画片。“当时我们公司里没有专人负

责营销，是 Daewon Media 公司来联系我们，因

为他们听说有一家在乡下的公司专门生产卡片。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卡牌游戏（TCG）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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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 LITHRONE G40推动
卡牌印刷业务扶摇直上

应 Daewon Media 公司的要求，洪先生的东齐

产业公司开始生产游戏卡，最初是为当时很流

行的日本漫画系列作品游戏王（Yu-Gi-Oh!）的

韩国版的动画片生产游戏卡。

2005 年，公司改名为度园 C&P（Dowon 

C&P），同时脱离了传统的扑克牌制造。最后，

公司成为了一家纯粹的卡牌游戏制造商，生产

各种游戏卡、运动卡和娱乐卡。一开始，公司

使用了两台三菱品牌的印刷机，后来由于设备

老化，需要更新汰换。度园 C&P 公司开始考虑

其他品牌的印刷设备，最终选择引进了一台二

手附带双上光装置的六色小森印刷机。

适用于高端卡牌印刷的优化配置

“那是我们的第一台小森设备。我们是一

家乡下的公司，所以我很担心机器运作能否顺

利。在小森公司的帮助下，虽然是一台二手设

备，但是我们仍然印制了令人满意的印刷质

量。”事实证明，卡牌游戏业务很成功。由于

韩国国内游戏市场不大，公司感觉到业务的拓

展受到局限，因此决定积极地拓展国外市场。

2013 年，公司改名为株式会社泰炯（Taehyung），

引进了一系列完整的设备，包括从制版到印刷、

印后加工及包装的各式各样设备。印刷机就引

进了两台∶一台是配置了上光装置、新型小森

干燥装置（KDS）的六色 LITHRONE G40 UV

印刷机，另一台是配置了上光装置、IR 干燥装

置的五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两台

设备都有 PDC-Lite II（扫描式密度测量装置）。

UV 印刷机能用金纸、银纸和特殊光栅板进行

印刷，很适合生产高质量的卡牌。在印后加工

设备方面，公司装备了金箔机、烫印机、模切机、

三面包装机和层压包装机。凭借完整的作业工

序，从拿到原稿数据，到成品包装交货，都可

以在公司内部完成。2014 年，公司追加引进

了离线检测系统，印刷机配备了综合性的印刷

质量控制功能，在印后加工流程阶段，得以防

止不合格产品混入，从而实现‘零次品率和零

投诉’。这一系列设备，能够满足印刷质量控制需求，有利于强

化公司的价格竞争。自引进设备以来，卡牌游戏业务发展顺利，

同时也成功地拓展了出口市场。Taehyung 公司的客户中就包括

两家日本大型企业，科乐美（Konami）公司和 Bushiroad 公司。

洪先生谈到与小森公司的业务合作时指出，“2013 年 11 月，

我们在新建成的厂房安装小森设备。当时供暖设备还没有开始

运作，厂房内很冷，但是来自小森的韩国代理商 IIjin PMS 的工

程师们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顺利地完成了设备安装。”

准备好征服全球市场

“我们卡牌的印刷图像面积小，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张印版

上拚上很多的图像。卡牌上绝对不能出现不同的色调，所以在

印刷质量控制方面，我们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设备引进初期，

细微的色调不同曾经带给我们很大的困惑。感谢小森公司和

IIjin 公司的帮助，现在我有信心说我们印刷的卡牌拥有全世界

最高质量。小森的服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前，几乎所有我们生产的卡牌都是纸制品，但是我们

希望能够突破纸制媒介的束缚，开发出新型的卡牌。”洪先生兴

奋地说，“为发展卡牌的衍生产品，我们将研发高附加价值的产

品。例如，连结在智能手机上的一种特殊卡牌，可以自动接通

某个移动游戏或者有机会去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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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an Printing, Thailand | Lithrone S29 [LS-629]

皮亚彭 ·翁沃拉库，总经理。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最新引进的小森六色LITHRONE S29单张纸胶印机帮助Trisan Printing公司提升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负责安装的是小森泰国代理商及印刷解决方案提供商Ferrostaal Thailand公司。小森LITHRONE印刷机帮助
Trisan Printing公司取得了市场优势，而这些都归功于小森的创新且操作简便的各项先进技术。

高配置 LITHRONE S29单张机
成为泰国包装印刷企业的解决方案

Trisan 公司是泰国乃至全东南亚第一家引进了小森公司最

先进的印刷管理解决方案的包装印刷企业。该解决方案涵盖全

方位的印刷质量、色彩管理以及削减浪费等技术。

2000 年，塔尼斯·翁沃拉库（Tanes Wongvorakul）先生

创建了 Trisan 公司，目的是发展小型印刷业务以支持家族企业

的成长。这家年轻的公司位于泰国曼谷市（Bangkok）南端的龙

仔厝府（Samut Sakhon），一开始的业务是为食

品包装印刷的客户生产条形码标签。选择在龙

仔厝府建立公司，是为了避开曼谷大堵塞的交

通，同时也便于接近该地区众多的食品生产厂

商。

如今，这家公司在包装行业以其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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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配置 LITHRONE S29单张机
成为泰国包装印刷企业的解决方案

印刷品而闻名，尤其是在食品包装方面。领导

公司获得这一成就的是皮亚彭·翁沃拉库先生，

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二代管理者。在其父亲的

指导，与兄弟姐妹的帮助下，皮亚彭·翁沃拉

库先生主导了公司的物流、采购计划、人力资

源、会计及财务管理，使公司业务得以步入正

轨并更上一层楼。

安装小森设备　挑战新的业务

最近的投资计划帮助了 Trisan 公司为冷

冻食品包装厂商提供印刷服务，着重于压力敏

感标签和折叠式硬纸盒，与其传统的食品包装

印刷服务形成互补。为了区别市场竞争者，

Trisan 公司建立了勇于挑战高难度印刷作业的

良好声誉，来迎合特殊的客户需求。为此，公

司最初引进了一台 Omet 窄幅柔性版印刷机来

完成包装印刷。小森的六色 LITHRONE S29 单

张纸胶印机让公司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客户的信赖。

皮亚彭·翁沃拉库先生解释说，“拥有小

森技术，让我们能够以一流的印刷质量，满足

许多客户提出的短版及短交货期的印刷需求 ；

同时它也支持我们维护公司的核心价值，也就

是可信赖的质量、承担义务、友好的服务、准

时送货、履行诺言。决定购买小森的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之前，我们对产品质量、功

能控制、印刷管理和成本效益等各方面进行调

查。在筛选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多家印刷机生

产厂商，其中包括了小森日本的筑波工厂。让

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小森印刷机漂亮的网点质

量。不同于其他厂牌，小森公司还能够提供他

们的印刷控制和色彩管理系统。通过全面考虑，

我们对采购小森的印刷机充满信心。”

选择最高规格的配置　摆脱人工作业的烦恼

皮亚彭·翁沃拉库先生最后总结说，“小森公司高水准的

印刷管理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按需胶印（OffsetOnDemand）的

所有需求，这一点征服了我们。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

具备许多的自动化操作功能，能够保证快速交货。为了印制高

附加价值的印刷品，我们对印刷机的功能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配置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PQA-S（印刷质

量检测装置）和 KID（小森信息服务显示器）。这些自动化功能

搭配良好，便于我们轻松地控管更高质量要求的印刷品。小森

先进的技术让我们远离处理日常运作和每周的机器维护保养作

业时的烦恼。还有，小森 LITHRONE 印刷机开印时能够减少纸

张损耗，让我们的业务更加环保。目前，我们正在申请 ISO-

14000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小 森 公 司 和 小 森 泰 国 代 理 商

Ferrostaal 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让我们得到了满意的售

后服务。在我们需要帮助时，他们都非常负责。为了使我们的

投资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我们还参加了在小森筑波工厂以及

自己的工厂举行的技术培训课程。Ferrostaal 公司的团队也经常

到公司，确保我们的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的正常运转。

我们希望这项服务能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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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tho, U.S. | Lithrone G40 [GL-640 H-UV]

左起∶斯图尔特 ·格林，印刷车间经理；柯雷格 ·戴维斯，印刷机操作人员；巴曼 ·塔赫瑞珀，副总裁。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创建于1985年的Calitho公司，经历了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印刷行业的跌宕起伏，
从80～90年代的黄金时期，到近些年来的萎靡不振。虽然很多同行业不得不关门大吉，
但是Calitho公司的业务却一直持续的兴旺，其中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新型 LITHRONE G40 H-UV印刷机
成为Calitho公司业务发展坚实的后盾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 Concord 公司副总

裁巴曼·塔赫瑞珀（Bahman Taheripour）说∶“我们一直在投

资导入先进的技术，因此每年我们都会购买一些相关的生产设

备。我们不能稍作休息，因为企业必须做到更好、更快、更灵活，

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Calitho 公司为客户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包括传统印刷、

包装印刷、大尺寸印刷品、数字印刷品、直邮产品及一站式服务。

“我们一直持续关注客户的需求，随时增添服务项目来支持客户

开展业务。”

据塔赫瑞珀先生介绍，他在 2008 年市场进入萎靡期开始

为公司引入新的生产设备。公司购买了数字印

刷机和喷墨式印刷机，并且清楚地知道引入

UV 印刷技术将提高公司的胶印生产能力。“我

们追求的是高质量的印刷品，而 UV 印刷可以

帮助我们实现目标。”

新机器开辟新市场

对于美国西北部地区，尤其是北加利福尼

亚州的企业来说，环保管理工作是拓展业务时

必须执行的重要工作。一直致力于实现资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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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LITHRONE G40 H-UV印刷机
成为Calitho公司业务发展坚实的后盾

生利用、选择大豆油墨、减少能源消耗量、降

低碳排放量的 Calitho 公司，认为安装了配备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单

张纸胶印机之后，这一切变得易如反掌。自从

这台小森单张纸胶印机于 2012 年下半年完成安

装以来，H-UV 技术令 Calitho 公司获益良多。

塔赫瑞珀先生说∶“这台小森印刷机真的帮我

们扩大了产品范围。印张从机器里出来时已经

完全干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样

一来，我们就能实现快速交货，某些情况下，

甚至是当天接单当天交货”。另一个重要的因

素是，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在非涂料

纸上的网点效果非常清晰，这是目前市场上正

在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塔赫瑞珀先生接着说∶“更重要的是，如

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之前遥不可及的市场领

域。涂上 UV 光油或在图案局部上光油，能提

高印刷品的附加价值，这种印刷能力帮助我们

开辟了新的市场，并扩大了现有客户服务的范

围。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我们的经营理

念，这也帮助我们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

尽管塔赫瑞珀先生说自己的公司一直在保

持着稳健的增长，但是自从安装了配有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

印机之后，公司业务的成长是前所未有的。在

过去的两年里，业绩增长率突破了两位数∶“能

取得这么良好的业绩，主要原因是现在我们能

做许多之前无法完成的业务。”

塔赫瑞珀先生认为包装印刷是一个前景看

好的市场，有助于公司今后扩大事业规模∶“如

今，公司订单中的 20% 是包装印刷。我们已经

准备好为包装印刷的潜在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印

刷品”。Calitho 公司拥有包装印刷的相关基础

设备，能够为用户设计和测试不同类型的包装

印刷品，从个性化产品到客制化的零售盒及其

它产品。

虽然公司的大多数订单来自当地市场，但是业务正逐渐开

始向国内其它地区拓展。塔赫瑞珀先生说∶“真是越来越有意

思了！我们公司变得越来越有声望，国内部分的知名企业正在

与我们洽谈合作的事宜。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

投资引入先进技术是制胜的关键

塔赫瑞珀先生认为业内的合并风气还会持续下去∶“我们

处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那些不投资引入先进技术的企业必

将被淘汰。当你看到那些倒闭企业的资产拍卖通告时就会发现，

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老旧，没有自动化操作系统。对于发展

成功的事业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拥有最新

的技术，就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Calitho 公司团队一直在密切观看着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用户

需求，并致力于遵守自己的承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投资引

入先进的技术来保持领先的地位。塔赫瑞珀先生说∶“让我彻

夜难眠、反复思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印刷

行业，确保我的合作伙伴能全力以赴地支持我的事业。小森的

印刷技术总是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就是我被小森品牌折服的原

因。如果我们的事业继续保持目前的良好发展，未来我们会再

添置另一台小森 H-UV 印刷机。”

另外，塔赫瑞珀先生还专心聆听用户的心声，暗自预估用

户的需求，以确保 Calitho 公司能拥有理想的生产设备来满足用

户的需求。他的评价是∶“与其它任何时期相比，当前的印刷

行业，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单靠惰性来拓展业务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你不能单纯地期待订单会主动找上门来，你必须拥有

适当的生产设备，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一个错误的决策，会

让你的公司毁于一旦。”

凭借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质量和用户满意度的执

着追求，Calitho 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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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从视频、音乐、多媒体和娱乐到化妆品、时装、眼镜和饮料行业，Pozzoli是欧洲和国际市场上一个具有指标性的
奢侈品包装品牌。通过缜密的研究和不懈的创新，该公司不断创造出新颖独特的包装产品。

从创意到完美的包装印刷品
十色 LITHRONE G40P H-UV大显神威

1968 年，阿尔多·波佐利（Aldo Pozzoli）先生在米兰市

（Milan）附近的一个宁静小镇 Inzago 创立了 Pozzoli 公司。二十

年后，公司确立了自己的定位成为意大利光盘市场上的开路先

锋。凭借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的精神，公司的业务范围很

快就覆盖了整个光盘包装生产。

1990 年，Pozzoli 公司树立了其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

是开始提供特殊包装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而且极其实用。特殊包装印刷品已经成为公司的战略性产品。

继1998年英国伦敦支部和1999年德国法兰克福支部成立之后，

2006 年公司又在巴黎创建了法国支部。这一系列分公司的扩展，

展现了 Pozzoli 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欧洲市场上的雄心。

2007 年，公司创建了化妆品和香水业务部门。凭借公司

在化妆品市场上的背景，Pozzoli 公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念，

在造型的创意设计、原材料和加工鲜明等方面

显示其包装产品的特征。藉此确立了“意大利

制造”的招牌，因而将公司产品推向美国和亚

洲市场。

“从一开始，我们的使命就是以具有创意

和吸引力的包装产品来提高公司在光学媒体市

场中的地位。”公司总经理吉亚克莫·罗塔

（Giacomo Rota）先生解释说。“从设计到成品，

以及产品生产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密切关注

每一位客户独特的要求。以个性化的生产，使

产品包装所独具的特色得以在全世界建立良好

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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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zzoli公司的包装印刷样品

从创意到完美的包装印刷品
十色 LITHRONE G40P H-UV大显神威

市场调查的价值

罗塔先生解释说，“从一开始，我们的座

右铭就是‘创新’。我们以新颖富有创意的解

决方案所取得的全球专利、优秀的人力资源和

最尖端的技术，实现了这一目标。研发部门不

仅把想法变成了实际，而且还将其融入到他们

与客户的合作关系之中。”

完美确实存在

Pozzoli 公司的图像部门负责设计完成特

殊 CD 和 DVD 的包装品，并提供印后加工和一

站式服务，其生产质量成为当今国际市场的典

范。一流的技能、娴熟的技术和无限的激情，

是公司超凡的制造质量的标准，每一个细节的

质量成就了包装品完美的呈现。

不只是包装印刷品，在 CD 和 DVD 的生产

方面，Pozzoli 公司也处于领先地位，能够为其

国际客户提供最理想的附加服务∶全自动的、

最先进的光盘生产线。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

CD 和 DVD 标签可以使用胶印或丝网印刷技术

印制，颜色可多达 7 种。

“我们的产品优异非凡的原因不只一个。”

罗塔先生解释说，“从概念创意到艺术设计，

从审稿到晒版，从 DVD 复制到最后的包装，

我们提供了真正的一站式服务，而且所有工作

都在公司内部完成，保证稳定可靠的高质量。”

Pozzoli 公司在 1999 年至 2012 年间获得

了 ISO 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 认 证、ISO 

14001 认 证（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以 及 OHSAS 

18001 认证（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

此外，自 2007 年以来，Pozzoli 公司开始

使用得到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原材

料。在 2008 年还获得了 PEFC（泛欧森林认证体系）认证，开

始使用源自可持续发展的纸张和纸板作为印刷材料。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业务

在涉及娱乐行业的业务领域中，如音乐、游戏、家庭视频

和出版业，Pozzoli 公司的印刷和纸张加工工艺创意表现卓越，

可以为任何产品提供形状不同、加工特殊的包装。

Pozzoli 公司的音乐业务在全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黑胶

唱片的护套开始，到目前为 CD 和 DVD 开发设计的复杂包装，

其中有许多都是凭借着优异的设计和创新而荣获业内的褒奖。

Pozzoli 公司的包装帮助了许多国内和国际著名的企业在音乐市

场上扩大其品牌价值。

Pozzoli 公司还从事专业的多媒体出版。许多意大利的知名

企业，如 De Agostini、II Sole 24 Ore、RCS、Mondadori 和 Le 

Figaro，都是在他们的客户名单之中。从书报摊到大型的出版物，

Pozzoli 公司漂亮而实用的包装在欧洲出版界随处可见。

最近，Pozzoli 公司将目光投向了化妆品包装，这是一个要

求豪华又简便的产业。材料、造型、制造工艺和色彩是产品特征，

吸引消费者目光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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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我们的使命就是以具有创意和吸引力的

包装产品来提高公司在光学媒体市场中的地位。从

设计到成品，以及产品生产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

密切关注每一位客户独特的要求。”
吉亚克莫·罗塔，公司总经理。

包装印刷 用户简介

H-UV快速干燥装置的优点不容否定

最近安装的一台大型 10 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

配置了上光装置和加长收纸装置，这证明技术创新是支撑

Pozzoli 公司发展的支柱。2013 年 1 月安装的这台小森单张纸

胶印机，其特点是能实现正面五色 + 背面五色的双面印刷，最

高印刷速度为每小时 13,000 印张，并且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

装置、A-APC（全部色组独立自动换版装置）、以及检测色调和

套准的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

事实上，真正的附加价值来自于能实现联机快速干燥的

H-UV 技术，干燥设备安装在翻转印刷机组的前端和收纸装置的

鹅颈部位。罗塔先生解释说，“这台新设备从安装到现在，展现

了非常好的性能。最重要的是，与传统的 UV 干燥装置相比，

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能源消耗更少，大幅度地降低了我

们的电费帐单。有了 A-APC（全部色组独立自动换版装置），我

们仅需 1 分 15 秒就能更换 10 个印版。新型的特殊飞达装置，

使我们可以处理所有类型的被印材料，包括塑料和金属纸 ；

H-UV 快速干燥装置，使我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应对非常难以

处理的材料，并获得良好的印刷效果 ；KHS-AI

（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的自学

能力，使我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调色 ；

而 PDC-SX（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X 型）则确

保了整个印刷过程中色彩的稳定，实现快速开

印，并减少纸张损耗。当然，小森公司在所有

关键的领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罗塔

先生最后总结说，“小森的工作人员总是竭尽

所能，全力地配合我们完成作业安排和机器运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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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r, Italy | Lithrone G40P [GL-1040P]

吉亚克莫 ·贝切蒂，总经理。

用户简介

从纸张加工、到轮转印刷、再到单张纸印刷，这就是Tiber公司经历的历程。它是一家位于意大利北部
Brescia地区的印刷公司，经营超过45年之久。该公司的历程与其他印刷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因为其他企业通常始于单张纸胶印生产，然后转型或追加轮转胶印机，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最终成为包装印刷行业的纸张加工厂商。

采访 Tiber公司总经理吉亚克莫·贝切蒂先生

随时准备好适应环境的变化

这 家 由 阿 尔 玛 诺· 贝 切 蒂（Armanno  

Becchetti）先生于 1968 年创立的家族企业，

证明了其“逆向”的历程非常的成功。现今，

阿尔玛诺先生的儿子，公司总经理吉亚克莫·贝

切蒂（Giacomo Becchetti）掌管着这家 70 多名

员工、年营业额约 2 千 5 百万欧元的企业。最近，

Tiber 公 司 投 资 引 进 了 一 台 小 森 10 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替换原有的一台

10 色 LITHRONE S29P 双 面 印 刷 机。 现 在，

Tiber 公司使用单张纸胶印机和轮转胶印机，

为出版商印刷杂志和书籍、为广告代理商和零

售商印刷产品目录和手册。

最近贵公司的经营状况做了哪些改变？

当前印刷市场追求的是更少的印数和更高

质量的产品，在审慎的评估后，我们决定投资

引 进 印 刷 质 量 高、 能 够 灵 活 处 理 印 数 为

7,000 ～ 8,000 张左右的活件的轮转印刷机。

另外，我们还大幅的投资改善印前的作业，这

使得我们现在能够采用与单张纸印刷机相同的

网屏和分辨率来进行轮转印刷。

最近贵公司以使用 LITHRONE S29P的经验，
再投资引进了一台 10色 LITHRONE G40P双
面印刷机。作为一家传统的轮转印刷企业，这

项投资对贵公司具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

我们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是为了应对更少的印数。几年前我们处理

的业务订单通常需要印刷 10,000 ～ 20,000 张

纸，而现在的印数降到了只有 7,000 ～ 8,000

张纸。如果我们没有引进轮转印刷机，就得放

弃这类业务。其次是，我们必须要提升我们的

印刷能力，以便可以提供更广泛的产品，因而

可以转型成为现代化的一站式印刷服务商。

您如何评估这项投资？您对小森的印刷机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以前我们就使用过小森的 29 英寸双面印刷机

LITHRONE S29P，从轮转印刷向单张纸印刷的转型也很顺利。

从 29 英寸印刷机向这一台最新型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

的过渡更令我们感到满意，在作业转换的效率和印刷质量两方

面，都超越了我们的期待。

业务包含了书籍、杂志、产品目录以及零售抵押，您的公司真

是“全能的”印刷企业。作为一家通用型企业，而不专注于任

何利基市场，公司是如何保持竞争力的呢？

由于当前的市场很不稳定，所以我相信能够提供完整类型

的产品是一个优势，而不是采取特殊利基市场的战略。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接受任何类型的工作，满足客户的各种潜在需求。所以，

我们更愿意把自己定型为“多专业”的印刷企业，而不是通用

型的印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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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Change, U.S. | Lithrone G40 [GL-640]

用户简介

“巨变”这个词是指一次“意义深远的或显著的”转变，所以当两家明尼苏达州的印刷公司合并，
创建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时，“巨变（Sea Change）”就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新公司的名称。

新的经营团队认可
新型 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

由 Synergy Graphics 和 Scoville Press 这两家公司合并而成

的 SeaChange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合并后该公司一直致

力于创建一种新的企业文化。从聘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地区最优秀的人才、扩充产品种类、到投资引进必要的生产设备，

为今后的业务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SeaChange 公司的座右铭

是∶掌握先进技术、重新定义印刷。

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汉侬（Jim Hannon）先生介绍说，“我

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改造厂房。当时屋顶会漏水，你绝

对需要打雨伞和穿雨靴才能走过去。简直就是一团糟。后来，

我们又要建立起我们的管理团队，再去添加生产设备。我们不

想采用‘先建起来，而后顺其自然’的工作态度。”

扩展到商业印刷市场

SeaChange 公司拥有一个强大的利基市场

业务领域，就是印制美国 16 个州的地方选票、

一个庞大的包装印刷客户群、以及能够提供个

性化的儿童图书印刷业务，所以公司的目标是

把业务扩展到商业印刷市场。“我们与大部分

的印刷公司不同，他们通常先在商业市场确立

了一定的地位，然后再扩展到其他领域，”汉

侬先生这样介绍说。

问题是如何扩大销售，并以在商业市场具

有强大背景的团队来营销事业。温迪·布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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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营团队认可
新型 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

（Wendi Breuer）女士受聘作为营销副总裁，对

SeaChange 公司今后发展计划的执行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我在 2014 年 9 月加入了公司。在

11 月份前我们就推出了新品牌和新网站。那

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但

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放慢我们的脚步，”布鲁尔

女士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高端商业印刷

市场创造大幅的业绩成长。”

业务发展部门经理瑞雅·弗莱德里奇（Rhea 

Friederichs）和 IT 部门经理法兰克·萨拉南

（Frank Saaranen）加入公司后，经营管理团队

的阵容就此确定。“建立合适的团队是我们取

得事业成功的关键，是确保公司未来发展不可

或缺的基石。”布鲁尔女士说。

改变企业文化

改变企业文化也是 SeaChange 公司品牌运

作重要的一个步骤。汉侬先生表示这一切都来

自于相互信任，“我们的员工来自两家不同的

公司，所以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在建立

互信关系的过程中，培训与交流活动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能够成为财务状况良好、前景光

明的公司的一份子，员工们都感到很高兴。他

们可以预见新客户的定期来访、新设备的采购

安装、以及其他很多积极事务的发生。对于员

工们付出的努力，我们都充满了感谢。”布鲁

尔女士说。

弗莱德里奇女士在直邮广告、以及数字和

印刷相融合的媒体领域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很

多企业在开展事业时都讲究数字化。我们的工

作是帮助他们做出决定，以印刷来补充他们在

数字媒体领域的不足。”弗莱德里奇女士相信

印刷行业的文艺复兴将会来临，“我们花在使

用数字设备的时间很多，但若与印刷相搭配使

用就让人感到轻松很多。当观看一份精美的印

刷品或浏览一份精致的产品型录或目录时，都

可能引导客户前往浏览网站或做出购买的决定，所有的这些技

术在营销策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LITHRONE G40∶下一块拼图

配置合适的设备以拓展业务是企业规划中的下一块拼图。

“过去我们使用了一些老旧的 LITHRONE 设备，效能表现也很好，

但我们需要引进新的技术来发展业务。”汉侬先生介绍说。调查

团队在比较了一些竞争企业的生产设备后发现，小森印刷机操

作容易，更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2014 年 11 月，SeaChange

公司安装了一台六色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印机，因此公司

目前的印刷设备有三台 40 英寸的单张纸印刷机、两台轮转印刷

机和六台数字印刷机。汉侬先生说设备的采购和安装都非常顺

利，“我们本来想买一台二手机，但当我们比较了最新型号的印

刷机所采用的技术后，我们决定购买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布鲁尔女士说安装过程非常顺利，事实上，在设备投产的第一

天就承担了现场的作业，“瑞雅和我一直在后台规划新的业务，

我们很高兴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在设备投产的第一天就

准备好随时开工了。”

SeaChange 公司的目标是在未来 3 年内让商业印刷业务双

倍的成长，而公司团队也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们觉得我

们现在所有的工具都到位了，正确的地点、正确的人才、正确

的设备，可以确保事业的成功。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布鲁尔女士说，“我们相信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巨变’，同

时也意味着我们正在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他们自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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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impres, Spain | System 38S [LR-438]

左起∶佩雷 ·卡雷拉斯，Rotimpres公司总经理；恩里克 R.加西亚，OMC公司总经理。

用户简介

Rotimpres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印刷服务商，专门从事冷凝和热固印刷。
最近他们采购了第二台小森热固式印刷机，即16页规格System 38S轮转胶印机。

Rotimpres公司增购 System 38S
与 System 38D轮转胶印机联手出击

“我们非常荣幸，Rotimpres 公司的第二台热固式轮转胶印

机还是选择了小森的设备。这是继他们采购了第一台小森 32

页规格 System 38D 轮转胶印机之后，双方再继续合作。他们

对小森品牌的信任，推动了我们努力实现‘感动∶超越期待’

的承诺。”小森西班牙代理商 OMC 公司总经理恩里克 R. 加西亚

（Enrique R. García）介绍说，“Rotimpres 公司的业务市场正面

临着新的转机，而最新引进的小森轮转胶印机非常适合应对这

些挑战。”

加西亚先生强调∶“小森的热固式轮转胶印机结合了一系

列的革新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当前印刷市场的需求∶更少的印

数、更多的作业转换和不同的格式、高印刷质量。”

处理较小的格式和涂料纸的印刷

2009 年，Rotimpres 公司购买了第一台小

森轮转胶印机，就是 32 页规格 System 38D。“小

森的 System 38D 轮转胶印机强化了我们的商

业印刷能力，”Rotimpres 公司总经理佩雷·卡

雷拉斯（Pere Carreras）介绍说，“面对市场需求、

扩大生产能力，以较小的格式和涂料纸进行印

刷，是我们购买小森 System 38D 的主要原因。

从那时候起，Rotimpres 公司成功地确立了自己

在市场中的定位，能够以高水准的印刷质量印

制杂志和商品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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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购买新型小森轮转胶印机的决定是

基于对其高质量和可靠性的信赖，因为我们之前安

装的小森机证明了这一点。新款印刷机于 2015 年

1月正式投产，这有助于我们为客户提供最高质量

的印刷品。”
佩雷·卡雷拉斯，总经理。

从右至左的印刷的机器配置，符合厂房格局的需求。

Rotimpres公司增购 System 38S
与 System 38D轮转胶印机联手出击

System 38D的成功引导我们进行新的投资

“鉴于我们的第一台小森印刷机的成功，

让我们得以应对变化万千的客户订单，因此我

们决定投资购买一台新的 16 页规格小森轮转

胶印机。安装了新型的小森轮转机后，从 2009

年起，我们开始以先进的自动化装置来完成我

们的印刷活件。由于订单的印数变得越来越少，

快速作业转换和减少纸张损耗成为事业成功的

关键。小森 System 38S 是一台拥有最新科技的

轮转胶印机，配备了所有最新的自动化装置，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印刷作业准备，大幅

地减少纸张损耗 ；尤其是在处理短版、中版印

刷作业时，能提供很高的印刷质量和较低的生

产成本，”卡雷拉斯先生强调。“从根本上说，

购买新型小森轮转胶印机的决定是基于对其高

质量和可靠性的信赖，因为我们之前安装的小

森机证明了这一点。新款印刷机于 2015 年 1

月正式投产，这有助于我们为客户提供最高质

量的印刷品，”卡雷拉斯先生总结道。

与小森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要想在任何制造业领域中保持竞争力，

你必须投资引入新技术，印刷行业也是这样。

能承接越来越多的短版活件、减少纸张损耗和

缩短作业转换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印刷业

拥有技术革新先驱者美誉的小森公司，能够完

全应对这些变化不断的市场需求。与小森合作，

并拥有现代化生产能力的印刷企业能保持其强

大的竞争力、满足客户多变的需求、完成高质

量的印刷业务。”小森公司经销商网络总监托

尼·卡特（Tony Carter）先生说。

“实际上，我们有三个理由来恭喜 Rotimpres

公司投资引入我们的技术。首先，有迹象显示

西班牙经济正呈现复苏的势态，就印刷业而言，印刷企业不断

巩固他们在传播领域中的地位 ；其次，这项投资意味着更新换

代∶小森公司满足客户的期待与他们感动客户的理念不谋而合；

第三，Rotimpres 公司是一家成功的企业，是我们的忠诚的拥护

者，他们积极的倡导普及小森印刷解决方案。”小森法国支部常

务董事菲利普·费奥（Phlippe Fiol）总结道。

新型小森印刷机安装完毕后，Rotimpres 公司就拥有一个

2,400 平方米的印刷专用厂房 ：这厂房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工

作区，分别进行冷凝胶印和热固式胶印。在冷凝区将配备两台

KBA Comet 轮转印刷机，在热固区将配备两台小森印刷机∶ 32

页规格 System 38D 和 16 页规格 System 38S 轮转胶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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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s, UK | Lithrone S29 [LS-529 H-UV]

左起∶马特 ·普兰特，运营总监；提蒙 ·科尔格鲁伍，公司法人代表。

用户简介

Hunts公司位于英国牛津市（Oxford）附近的基德灵顿（Kidlington），是英国首家引进
小森五色LITHRONE S29单张纸胶印机的企业，该设备配置了上光装置以及H-UV快速干燥装置。
这台印刷机取代了配置上光装置，但已经使用了10年之久的小森五色LITHRONE 28单张纸胶印机。
公司运营总监马特·普兰特先生说，“LITHRONE 28非常完美可靠，只可惜就是有点年纪了。”

归功于H-UV干燥装置的优势
Hunts公司得以‘向世界传播’

马特·普兰特（Matt Plant）先生还介绍说，“小森公司最新

一代的印刷机具备更短的印刷作业准备时间、最高印刷速度可达

每小时 16,000 印张、加上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优势，让我们能

够为客户提供全新的附加价值印刷服务。”

反应快速的团队

“我们的厂房空间有限，而且小森公司也知道我们不能长时

间没有印刷机，所以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设备的安装工作。我们加班完成了积压的业务订单，并且利用周

末将老旧的 LITHRONE 印刷机移走。在位于利兹

市（Leeds）的小森公司事前完成印刷机的测试，

并结合我们的操作人员先在小森欧洲图像技术中

心完成了操作培训，因此，配置了H-UV 快速干

燥装置的新型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印机到

达工厂后的一个星期内，我们就得以全面投产。”

Hunts 公司以提供多元化互动服务建立起自

己的客户群，其中包括大量的创意性服务和在线

服务。普兰特先生继续解释说，“我们不仅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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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凭借新型小森 LITHRONE S29 单张纸胶

印机具备的高水准自动化操作系统，搭配 H-UV 快

速干燥装置、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

机系统）、PDC-SII（分光式色调控制装置 -SII 型）、

以及提升的最高印刷速度，可以为公司提高 30%

左右的产能。”
提蒙·科尔格鲁伍，公司法人代表。

归功于H-UV干燥装置的优势
Hunts公司得以‘向世界传播’

印刷工作看成是一种商品的提供，我们的经营理

念就是要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来帮助他们

开拓自己的业务。”

Hunts 公司拥有很多的直销客户，其中包括

好几家化妆品公司，而他们的客户和店面也可以

通过互联网直接向 Hunts 公司线上下单。普兰特

先生表示，“这些订单可能是促销资料或包装印

刷品、甚至可能是制服，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使用

多种涂料纸或非涂料纸来印刷，而且印数通常

少于 2,000 张。”

‘更具创意性的印刷服务选项’

普兰特先生介绍∶“对我们来说，提供具有

附加价值的服务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机器是五个

印刷机组加上一个上光机组的配置，这样的配置

就能为客户提供更具创意的印刷服务。例如，逆

向上光和高光泽的后加工，都需要印刷品能立即

干燥，而这正是小森配备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最大的魅力所在。”

“我们也比较过其他品牌所生产的干燥装

置，但从 Drupa 2012（德国德鲁巴国际印刷及

纸业展览会）开始，我们就关注小森 H-UV 快速

干燥装置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小森的 H-UV

技术更成熟。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在荷兰乌德

勒支市（Utrecht）一台配置相同的小森印刷机上

进行了各种测试，此外我们还参访了几家荷兰和

法国小森 H-UV 的用户。事实证明，小森的技术

领先了其他品牌。”普兰特先生解释说。

Hunts 公司还追加了Inkline 自动上墨装置，以减少墨斗中的

油墨量。“自动上墨装置的作用在于减少油墨的使用量、减少耗材

的浪费、并节省操作时间。我们以前就知道 H-UV 快速干燥装置

的油墨消耗量较少。我们期望凭借新型小森 LITHRONE S29 单张

纸胶印机具备的高水准自动化操作装置，搭配 H-UV 快速干燥装置、

KHS-AI（带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PDC-SII（分光式色

调控制装置 -SII 型）、以及提升的最高印刷速度，可以为公司提高

30% 左右的产能。”

绿色环保的保证及其他

“另外，新型小森 LITHRONE 单张纸胶印机也非常环保。具

体来讲，就是低功耗、不需要喷粉，能实现无酒精印刷、以及印

刷作业准备时的纸张损耗低于 50 张。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必须为

环保做贡献。”普兰特先生总结说。

Hunts 公司法人代表提蒙·科尔格鲁伍（Timon Colegrove）进

一步表示，“小森的 H-UV 快速干燥技术，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做轻

干燥技术，让我们拥有了完美的设备，区分了我们与竞争对手之间

的差异化。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知识和经验的共享，而现在

我们拥有了令人兴奋的发展机会，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对此充满了

热情。我们以客户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宣传 H-UV 快速干燥

技术的好处、介绍 H-UV 技术能提供的后加工效果，例如，局部

哑光、高光泽效果、珠光效果、黯黑效果、呈现宝石光泽以及承

印塑料等。我们已经与我们的竞争对手拉开了差距，所以我们要

勇往直前的朝向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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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 KGC

泰国印刷企业员工来访KGC
参加UV包装印刷的培训课程
Starprint Public公司是一家泰国的印刷企业，他们计划购买一台UV配置的小森七色LITHRONE G40单张纸胶印机，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包装印刷需求。日前，该公司派遣印刷车间的核心成员参访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

并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了小森最新款的印刷机及先进的配套生产支援系统。

小森图像技术中心（KGC）自开业以来

已经六年了，经过全面整修后，现在的 KGC

以全新的面貌以及重新被定义的三大职能

实现小森的企业使命。其中之一，就是让学

员在印刷学校及技术培训中心以亲自操作

的培训方式，提高小森用户的操作技术水平。

《On Press》杂志编辑组有幸参观了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培训课程，受训员工来自一家

海外印刷企业，而该公司近期内即将安装一

台新型小森印刷机。

Starprint Public 公司很快就要安装一

台配有上光装置、PDC-SX（分光式色调控

制装置-SX 型）、KID（小森信息服务显示器）

及其它选配件的小森七色 LITHRONE G40 

UV 印刷机，其目的是为了大幅度提高印刷

质量和生产能力，以满足包装印刷多样化的

业务需求。该公司的厂房位于泰国南部的

龙仔厝府（Samut Sakhon），距离首都曼谷

市不是很远。该工厂专为食品、饮料、医

药品、化妆品、农业化学品、以及烈性酒

等行业印制多样化的包装印刷品。

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其内容包括了

新型印刷机和配套系统的操作。Starprint 

Public 公司选派了四名工厂重要的干部来参

访 KGC∶机长西提克·查拉亚侬（Sittichok 

Chalayanon） 和 苏卡·吉 他 罗 姆（Sucha 

Jitarom）、生产经理贾兰·唐斯里瓦塔纳翁

（Jaran Thangsriwattanawong）、机器维护

保 养 经 理 阿 菲 德· 帕 塔 亚 桑（Aphidet 

Phattayasang）。

《On Press》参观培训课程

《On Press》杂志编辑组有幸参观了第

二天的培训课程。参观时，小森公司指导员

柴田希先生正在总结有关 LITHRONE G40

印刷机组的内容讲解，并开始介绍如何压

紧橡皮布滚筒。在当天上午的课程里，介

绍了小森式润版系统（Komorimatic）的特征，

参与培训的学员们非常认真地聆听了柴田

先生的讲解，下午的课程内容包括润版液

解决方案、墨辊的构造、调节和维护保养。

在培训课程的后半段，内容将涉及到印刷作

业准备、机器设定、PDC-SX（分光式色调

控制装置 -SX 型）的操作方法、KHS-AI（带

自学习功能的小森快速调机系统）的设定

方法及其它操作 LITHRONE G40 单张纸胶

印机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来自印刷车间现场的感言

有机会参加这么棒的基础培训课

程，将有助于我更轻松地操作小

森印刷机、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

印刷品。
西提克·查拉亚侬

机长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机器的配置系

统和基础知识，所以能将设备操

作得更好，并为客户制作更精良

的印刷品。这真是一次有意义又

实用的培训！
苏卡·吉他罗姆

机长

老师所教导的操作技巧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在培训时学

到的技巧，将有助于我在泰国将工

作做得更好。
阿菲德·帕塔亚桑

机器维护保养经理

培训课程教会了我如何准确、高

效地操作小森印刷机。我觉得这

样的培训尤其适合让那些没有技

术知识，或只有一些技术知识却

几乎没有操作经验的人来参加。
贾兰·唐斯里瓦塔纳翁

生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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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upply | 系列报道

小森公司以“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满

足用户的需求”为基本理念，致力于成为

“感动用户的企业”。为了向广大的用户推

荐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最新解决方

案，小森公司全力地开展 PESP（印刷工

程服务商）事业，对于追求更加成功的用

户来说，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措施。

为稳定可靠的印刷质量

提供保障的 K-Supply产品群

作为 PESP 事业的计画之一，小森公

司提供一系列 K-Supply 品牌的产品，以

支持广大用户以稳定的印刷质量开展业

务。K-Supply 产品是为了满足高水准的印

刷质量及复杂印刷条件的需求所开发的产

品。这些产品都是经过技术服务部门工程

师、工厂的技术专家、以及小森图像技术

中心（KGC）精心挑选，并由小森公司推

荐的印刷耗材和机器零配件。

在 K-Supply 产品当中，与 H-UV 相关

的印刷耗材尤其引人注目。配置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小森印刷机，以其杰出的

快速干燥印张的优势、以及作为按需胶印

印刷技术必备的设备，赢得了业内的高度

好评，在全球的机器销售数量将突破 500

台的大关。那些从传统油性印刷转型为

H-UV 印刷的企业家们颇有感触地说，“我

们不可能再回去用油性油墨印刷了。”

从适合 H-UV 印刷的油墨、到润版液、

KG-911油墨∶
K-Supply系列产品喜迎新成员
小森公司为其最新的PESP（印刷工程服务商）产品增添了新成员，就是最适合H-UV印刷使用的KG-911高性能油墨，

其印刷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在KGC主导研发的项目中，KG-911不仅印刷效果更出色，

而且还能有效的减少油墨消耗量。

左∶适用于单张纸胶印机的 KG-911
右∶适用于轮转胶印机的 KG-911

墨辊洗涤液，小森公司正在加快自己推荐

的 K-Supply 产品群的研发速度。

提高印刷质量的 K-Supply油墨 KG-911

在对 H-UV 印刷进行各式各样的印刷

质量测试后发现，油墨是影响印刷质量最

大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小森公司研发了

最适合 H-UV 印刷机的 K-Supply 油墨（小

森标准油墨）『KG-911』。KG-911是以H-UV

油墨进行了质量改善（黏性、密度、流动

性、墨膜），在干燥性、质量、通用性、

经济性方面，都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K-Supply油墨 KG-911的特征

在针对以往使用油墨印刷时所出现

的问题，以及印刷企业所提出的问题进行

研究后，『KG-911』油墨提高了 H-UV 印

刷时的质量和效果。

·KG-911 能用更薄的墨膜，达到其他厂

商所生产的 H-UV 油墨相同的密度，因

此可以提高每公斤的油墨用量（可以印

刷的纸张数量更多），减少油墨消耗量

和成本。

·高密度油墨。

·高流动性（易于流动）的油墨。

·非常环保∶减少印刷的毛边现象。

（与其他公司的油墨相比，KG-911 的毛

边现象减少了 50%。因为精选了油墨树

脂，可以防止印纹边缘起毛。）

·印刷质量∶因为油墨的流动性好，所以

光泽度也更高。

·适用于轮转胶印机的 KG-911 提高了油

墨的流动性后，减少了在轮转印刷经

常出现的脱墨现象，减轻了操作人员

的负担。

25家企业
各色油墨平均使用

的减少率

四色油墨
平均使用量
的减少率

KG-911
减少的
油墨

使用量

黑 �6.9%

�13.1%蓝 �14.0%

红 �9.4%

黄 �22.8%

 用户油墨使用量的测试

我们用相同的图案和相同数量的纸张进行四色印

刷，以25家印刷企业的油墨使用量进行比对，

我们发现与其它5家制造商所生产的油墨相比

时，KG-911的平均油墨使用量减少了13.1%。

KG-911
油墨

A公司和B公司的
H-UV油墨

C公司的
H-UV油墨

 KG-911每公斤的油墨用量∶

    可以印刷的纸张数量

以一公斤的油墨印制相同的图案印量，然

后再进行对比，KG-911比A公司和B公司

的印量高出10%，比C公司的印量高出10

～20%。

高出

20%

高出

10%

（经过多次的测试后，小森公司所测量和计算的数据。）

上述记载的使用及改良结果，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测量和计算所

得到的，其目的是提供企业评估投资时的参考信息。本公司对

实际使用效果不作任何保证。

KG-911∶每公斤的油墨用量效能高

KG-911∶可以减少油墨的使用量

（由25家企业所测量、计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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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花絮 | 专题报道

第12届印度印刷包装展 英国PRINTOLOGY H-UV论坛

Delhi, INDIA 

印尼包装印刷研讨会

Jakarta and Surabaya, INDONESIA 

Oxford, Harrogate and Hertford, UK 

美国LITHRONE G40P H-UV成果演示会

Chicago, U.S. 

2015 年 2月11日至 15 日，在德里（Delhi）大诺伊达

区 的 印度 展 览 中 心 举 办了第 12 届 印度 印 刷 包 装 展

（PRINTPACK INDIA 2015）。本届展会非常成功，吸引了

超过 100,000 名参观者前来观展。作为印刷行业的代表，

小森善治总裁参加了展会的剪彩仪式。小森展台展示了一

台 四 色 LITHRONE A37 单 张 纸 胶 印 机 和 一 台 四 色

ENTHRONE 29 单张纸胶印机，其杰出的短版印刷能力和

快速作业转换的表现赢得了赞赏。每当机器进行现场演示

时，小森展台都是人山人海，来宾们争相前来领取印刷样

品。整个展会期间，小森展台彻底的实现了“感动∶超越

期待”的理念和精神。

今年一月，小森公司在印尼的雅加达和泗水两个城市

举办了包装印刷研讨会，共有来自 30 多家企业的 60 位业

内人士参加了活动。研讨会关注的重点是小森包装印刷解

决方案，尤其是配置了不停机操作装置的 LITHRONE 

GX40 单张纸胶印机和 LITHRONE GX40RP 双面印刷机，

在搭配质量控制系统和自动化操作装置后，能够高速地印

制长版活件。研讨会还介绍了这些印刷机的所有功能、系

统以及印刷质量检测装置。研讨会的参与者都说他们“充

分体验了小森最新的技术。”

2015 年 2 月18 日， 50 多家小森用户参观了小森美国

公司，观看了配置 H-UV 快速干燥装置和 PQA-S（印刷质

量检测装置）的小森八色 LITHRONE G40P 双面印刷机的

现场演示。美国印刷行业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尼·戴维斯

（Ronnie Davis）博士也来到了现场。戴维斯博士说明了未

来经济发展趋势和最新的印刷市场数据，并指出生产效率

将成为印刷企业得以向前迈进的关键。小森美国公司总裁

兼首席营运官宫尾和良说，“戴维斯博士的演讲证实了小

森公司提高生产效率的理念是对的，接着我们向客户演示

了 H-UV 快速干燥装置的高性能。这是一个很棒的成果演

示会。”

根据小森英国公司的报道，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

Printology H-UV 论坛，包括在牛津市 Hunts 公司、在哈罗

盖特市 Platinum Print 公司以及在黑尔福德市 Hertford 

Offset 公司进行的实机生产演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小森英国公司的单张机部门营销总监史蒂夫·特纳（Steve 

Turner）介绍说∶“参加这三场论坛的人数让我们感到很满

意，他们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向来自超过 50 家印刷

公司的高层主管们展示小森 H-UV 快速干燥装置在实际生

产中的应用。我们相信，这三场 Printology H-UV 论坛所带

来的订单将帮助我们达到、甚至会超越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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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市 | 英国 | 雅加达市和泗水市 | 芝加哥市 | 筑波市 | 孟买市

小森筑波工厂每年会为小学生们提供一次关于环保的课外教学。今年

是第九次举办，有 42 名来自筑波市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参加这一活动。首

先他们看到的就是巨大的厂房，以及墙壁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些电池板

能够为 312 盏荧光灯提供足够的电力，总瓦数约 10 千瓦。听到这里，小

学生们的眼睛都闪闪发亮。接下来这些学生们参加了一个全球温室化问题

的讲座，然后又参观了工厂。他们对巨大的轮转胶印机感到很震惊，又对

纸币印刷机充满了好奇，之后通过一台单张纸印刷机的介绍，了解了四色

印刷过程。“在我们的学校，正在推广一项减少浪费的活动。这里的经验

是全球化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我们想利用这些经验来指导我们日常的

环保活动。”他们的老师说。

筑波工厂为小学生们举办的绿色环保课外教学
Tsukuba, JAPAN 

3 月 12 日，前来筑波工厂参加小森包装解决方案成果演示会的来访

者人数超过了 20,000 人的参访纪录。晚间在东云大饭店（Grand Hotel 

Shinonome）举办的庆典上，小森善治总裁精心安排了一场活动，就是挑

选了获得纪念品的幸运者。来自斯里兰卡、韩国和美国的客户得到了小森

总裁颁发的纪念品。

筑波工厂来访者人数超过20,000人
Tsukuba, JAPAN

BMPA 印刷产业高峰会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在印度孟买举行，小森

善治总裁是出席高峰会的印刷业名人之一。印刷产业高峰会是为来自印刷、

包装及其它相关行业所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知识讲座”，由孟买印刷厂商

协会（BMPA）主办。今年的主题是合作 - 创新 - 庆祝，同时还介绍了油

墨与纸张、以及包装的重要性。

谈到印刷行业的发展前景，小森善治总裁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胶印

机的前景光明，同时数字印刷也将同步的发展和成长。

印度孟买举办的“印刷厂商日”研讨会
Mumbai, INDIA

小森善治，常务董事兼总裁兼 CEO。

相 约 在 东 京

即将来临的  I G A S  2 0 1 5
9月11日至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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